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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董事會認識到有意義的父母和家庭參與有助於參加“一號”計劃的學生達到州的學術標準。

董事會將對學生的教育視為學校，父母和家人以及社區之間的合作。[1][2] 

  

定義 

  

父母與家人（家庭成員）-這些術語可以互換使用，並且應包括看護人，法定監護人或站

在父母身分的其他人（例如與孩子生活在一起的祖父母或繼父母），對孩子的福利負有法

律責任的人，或參加Title I計劃的孩子的合法任命的教育決策者。 

  

權威 

  

董事會通過I類計劃指導學區及其每所學校：[1] 

1. 對所有父母和家庭成員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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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父母和家人參與該學區總體“一號計劃”的製定以及學校審查和改進的過程。[3] 

  

3. 將父母和家庭成員納入第一章“父母和家庭參與政策”的製定中。董事會通過該政策

後，該政策應為： 

  

a. 分發給所有父母和家人。 

  

b. 納入地區的“一號計劃”。[3] 

  

c. 發佈到該地區的公共網站。[4] 

  

d. 每年在父母和家人的參與下進行評估。 

  

4. 提供機會並與父母和家人進行有意義的合作，以計劃和實施“第一題”計劃，活動和

程序。 

輔助功能 

  

該學區及其每個擁有I類課程的學校都應向移民或英語能力有限，殘障，識字能力有限或

種族和少數民族背景的父母和家庭成員提供通訊，信息和學校報告。他們能聽懂的語言。[

1][5] 

  

責任委託 

  

副院長應確保學區的《第一章父母和家庭參與政策》，計劃和計劃符合聯邦法律的要求。[1]

[3] 

  

助理總監應通過以易於理解和統一的格式提供資源，信息和學校報告，或根據要求以其他

格式提供資源，信息和學校報告，以確保具有第一標題計劃的學區及其學校為家長和家庭

成員的知情參與提供機會。此類工作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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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清晰，簡單的語言提供交流。 

  

2. 在學區的網站上發布父母和家人的信息。 

  

3. 包括一個電話，供父母和家人致電詢問。 

  

4. 通過現場或電話翻譯和口譯服務，酌情為英語能力有限的家庭提供語言訪問服務。[

5] 

建築負責人和/或I級工作人員應將I級計劃的存在通知父母和家人，並提供： 

1. 支持其子女選擇該計劃的原因的說明。 

  

2. 要解決的一組目標和期望。 

  

3. 對要提供的服務的描述。 

  

4. 該政策和《學校家長與家庭契約》的副本。[1] 

家長和家庭成員應根據本政策以及《家長與家庭契約》積極履行職責。至少應期望父母和家

庭成員：[1] 

1. 在孩子的教室裡做義工。[6] 

  

2. 支持孩子的學習。 

  

3. 酌情參與有關子女教育和積極利用課外時間的決定。 

指導方針 

  

每一個實施“一號計劃”的地區學校都應舉行一次家長和家庭成員年度會議，以說明“一號

計劃”的目標和宗旨，並告知他們參與的權利。父母和家庭成員應有機會參與該計劃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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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開發，運行和評估。應鼓勵父母和家庭成員參加計劃活動，提出建議，並就政策和計

劃提出問題。[1] 

  

具有第一類課程的學校應提供靈活的會議數量，並應在晚上的不同時間舉行。第一類資金

可用於通過支付交通，托兒費用或家庭訪問來使父母和家庭成員參加會議。[1] 

  

學校應以有組織，持續和及時的方式，讓父母和家庭成員參與計劃，審查和改進第一標題

計劃，第一標題父母與家庭參與政策以及共同製定第一標題計劃。[1][3] 

  

在這些會議上，應提供父母和家庭成員：[1] 

1. 有關標題I下提供的計劃的及時信息。 

  

2. 描述和解釋所使用的課程，用於衡量學生進度的學術評估形式以及學術標準的成就

水平。 

  

3. 有機會提出建議並酌情參與有關子女教育的決定。 

為確保父母和家庭成員不斷參與聯合製定第一題計劃，並在學校的支持和改善過程中，學

區應： 

1. 在學區，員工，父母和家庭成員之間建立有意義的持續雙向溝通。 

  

2. 與父母和家庭成員就該計劃進行溝通，並通過使用新聞通訊，學區網站，電子郵件

，電話，父母和教師會議以及必要時的家訪來尋求他們的投入和參與。 

  

3. 培訓人員如何與可能會阻礙他們參與的不同背景的父母和家庭成員有效合作，例如

識字能力有限或語言困難。 

  

4. 分析並共享“第一題家長/家庭調查”的結果。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0/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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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學區網站上發布學校成績數據。 

  

6. 分發並討論《家長與家庭契約》。 

  

7. 通過Title I計劃在每棟教學樓舉辦各種家長和家庭之夜。 

  

8. 建立並支持積極參與的全校計劃委員會。該理事會將包括參加第一題計劃的學生的

大多數父母和家庭成員，以及大樓校長，老師或其他適當的職員，學生和社區成員

。理事會的目的應集中於提高學生的成績，有效的課堂教學，父母/家庭/社區參與

教育過程，並促進溝通和支持。 

  

9. 積極招募父母和家人參加學校審查和改善計劃。 

  

10. 邀請父母和家庭成員參加常規的綜合計劃委員會會議，第一標題預算會議和學校改

善計劃會議，以徵求意見並提出學校改善計劃。 

如果“一號計劃”對父母和家庭成員不滿意，則當學校向董事會提供該計劃時，學區應隨計

劃一起提交任何父母或家庭成員的評論。[1][3] 

  

家長和家庭參與的能力建設 

  

學區應提供必要的協調，技術援助和其他支持，以協助和建設所有參與學校規劃和實施有

效的父母和家庭參與活動的能力，以通過以下方式提高學業成績和學校績效：[1] 

1. 為父母提供幫助和家人了解諸如學業標準，州和地方學業評估，父母和家庭參與的

要求，如何監控孩子的進步以及與老師一起提高孩子的成績等主題。[2] [7] 

  

2. 提供材料和培訓，以幫助父母和家庭成員與孩子一起工作，以提高學業成績並促進

父母和家庭的參與，例如：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0/6318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0/6318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0/6318


a. 在不同地點安排各種主題的培訓，包括如何在兒童中支持孩子的讀寫，識字

，學校安全，文化多樣性和解決衝突。 

  

b. 酌情使用技術，包括關於版權盜版危害的教育。[8] 

  

c. 以用戶友好的格式提供信息，資源和資料。 

  

d. 根據父母或家庭成員的要求，為父母和家庭的參與活動提供其他合理的支持

。 

  

e. 培訓如何使用學生信息系統家長門戶網站作為監控成績和成績的工具。 

  

3. 在父母和家人的幫助下，對教師，專業教學支持人員，校長和其他學校領導和教職

員工進行教育，以了解父母和家人的貢獻的價值和有用性以及如何與他們聯繫，溝

通和工作與他們平等地合作，實施和協調父母與家庭計劃，並在父母與家庭成員與

學校之間建立聯繫。[9] 

  

4. 在可行和適當的範圍內，將第一標題的父母和家庭參與工作和活動與其他聯邦，州

和地方計劃（包括公共學前教育計劃）進行協調和整合，並開展其他活動（例如父

母資源中心），以鼓勵和支持父母和兒童。家庭成員更充分地參與子女的教育。[1][

5][10][11][12][13][14][15] 

  

5. 讓PTA / PTO通過定期更新，信息發布會和協助來積極尋找父母和家庭成員並讓其

參與，以幫助他們確定有效的溝通策略， 

協調父母和家庭參與策略 

  

學區應通過以下方式協調並整合第一標題的父母和家庭參與策略與聯邦，州和地方法律要

求的其他父母和家庭參與策略：[1][5][10][11][12][13][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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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讓地區和計劃代表參與，以幫助確定父母和家庭成員的特定需求。 

  

2. 共享來自其他計劃的數據，以幫助制定旨在提高學業成績和改善學校的計劃。 

年度父母和家庭參與政策評估 

  

學區應在家長和家庭成員的有意義參與下，對本政策的內容和有效性進行年度評估，以提

高所有具有標題I計劃的學區質量。[1] 

  

評估應確定：[1] 

1. 父母和家庭成員參與的障礙，尤其要注意移民者，經濟上的劣勢，殘疾，英語水平

有限，識字能力有限或具有任何種族或少數族裔的人。 

  

2. 父母和家庭成員需要幫助他們的孩子學習，包括與學校工作人員和老師互動。 

  

3. 支持成功的學校以及家長和家庭互動的策略。 

評估應通過以下方式進行： 

1. 家長和家庭成員及教師調查，旨在收集有關學校水平以及全區範圍的父母和家庭參

與成果的數據。 

學區應使用年度評估的結果來設計基於證據的策略，以更有效地實現父母和家庭的參與，

並在必要時修訂學區的第一篇“父母和家庭參與政策”。[1] 

  

家長與家庭契約 

  

地區中的每一所獲得第一標題資金的學校均應與父母和家人共同製定“父母與家庭契約”，

概述父母和家人，全體學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將共同承擔的責任，以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和

學校與父母和家人將建立和發展夥伴關係的方式，以幫助孩子達到州的學業標準。契約應

：[1]“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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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描述學校在支持和有效的學習環境中提供高質量課程和指導的責任，使參加課程的

學生達到學術標準。 

  

2. 描述父母和家庭成員負責支持孩子學習的方式；在教室裡做志願者；並酌情參與有

關孩子的教育和積極利用課外時間的決定。[6] 

  

3. 通過至少在小學每年舉行一次的年度家長會議，經常向父母和家庭成員報告他們的

孩子的進步，合理地接觸工作人員，來解決父母/家庭成員與老師之間正在進行的

雙向有意義交流的重要性。 ，自願參加和參加孩子的課堂的機會以及觀察課堂活動

。[6] 

第一標題基金 

  

除非得到法律豁免，否則學區應保留其第一標題資金的至少百分之一（1％），以協助學

校開展家長和家庭參與活動。父母和家庭成員應參與有關如何將第一標題預留金用於父母

和家庭參與活動的決定。[1] 

  

預留資金的不少於百分之九十（90％）將分配給具有標題I計劃的地區學校，優先分配給

高需求學校。學區應使用標題I預留的資金來開展符合本政策的活動和策略，包括：[1] 

1. 支持計劃，適用於家庭，社區和學校的父母和家人。 

  

2. 參與學區認為合適並符合本政策的任何其他活動和策略。 

父母和家庭參與活動的記錄 

  

跟踪該政策實施情況的文檔是合規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能包括但不限於研討會，會議的

簽到單；時間表，培訓和信息材料；通訊和小冊子；和會議筆記。 

合法 

1. 20 USC 6318 

2. Pol。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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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 USC 6312 

4. 24 PS 510.2 

5.點138 

6.波爾。 916 

7. Pol。 127 

8. Pol。 814 

9. Pol。 333 

10. 20 USC 7845 

11. 29 USC 3271等 

。12. 29 USC 701等 

。42 42 USC 11301等 

。14. 42 USC 9831等 

。15。 212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0/6312
http://www.legis.state.pa.us/cfdocs/legis/LI/uconsCheck.cfm?txtType=HTM&yr=1949&sessInd=0&smthLwInd=0&act=14&chpt=5&sctn=10&subsctn=2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0/7845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9/chapter-32/subchapter-II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29/chapter-16/level-ckFan0uyRsZWNPLN7yhoqQ%3D%3D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42/chapter-119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42/chapter-105/subchapter-II

